
 

   

 

  

   

  

    

   

   

   

 

  

常存感恩之心 周玉麗校長 
 

在最近的品格教育分享會上，老師們都分享到因她們的榜樣，平時較被動又沉默的

孩子也都會說「感謝」的話了。以下是一些日常學校生活的例子： 

 

幼兒班孩子主動分享了自己的開心事，也懂得說感謝。一次，老師幫助了一位孩子放

好單車，孩子也會主動回應老師：「謝謝老師幫忙」。老師也發現組內的低班同學也

會主動說「麻煩你…...」了。 同時，大家都喜見高班同學進步很多，老師發現孩子

吃完美味的茶點後，會向胡姨姨由心也發出「謝謝」，並讚賞胡姨姨煮的茶點很好

味。 

 

有次，我見到姨姨們幫助孩子們排洗後整理衣服，孩子們都主動向她們說：

「唔該姨姨」，說得自然又大聲。然後，陳姨姨和李姨姨個別讚賞他們都是有禮貌的

孩子。 

 

單元四各級都製作不同的小食，在製作過程中，老師自然地讚賞孩子們帶了很

多豐富的食物回園分享，孩子們也曉得以「多謝」來回應老師和同學的讚賞。 

 

很高興看見老師和同工們的言行身教，真的

打動了孩子，讓他們學習到凡事謝恩。「感恩」的

態度不是藉著訓誡就能傳授給孩子，而是要我們

成人以身作則，引導兒童注意到神無限的美善，

從心底發出對祂的一種感謝。 

 

單元總結的那天，我們舉行了獎勵「感恩小

天使」的行動。 我們用說話兼以行動來鼓勵孩

子，培育他們樂於與同儕彼此對說：「欣賞你常存

感恩之心」。當我們對世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能表

達感恩時，兒童自自然然會受我們的影響，培育

出常存感恩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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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午幼兒班感恩樹 

上、下午低班感恩樹 

上、下午高班感恩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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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對象：畢業生李汶芊、曾慧祈 

採訪： 上午高班蔡子培、林煒舜 

攝影： 上午高班曾樂澄 

蔡子培︰ 你認識了多少新同學呀？ 

李汶芊︰ 7 位。 

曾慧祈︰ 32 位。 

林煒舜︰ 你有什麼功課做呢？ 

李汶芊︰ 我有工作紙，包括中文、英文……總共 5 本。 

曾慧祈︰ 除了中英數，還有常識、宗教，可以在學校 

         做。 

蔡子培︰ 如果你在學校遇到困難，你會怎樣做呀？ 

曾慧祈︰ 我會告訴天父（例如︰不懂功課會問爸爸、媽  

          媽）。 

蔡子培︰ 在小學裏，你吃什麼茶點架？ 

曾慧祈︰ 小學沒有茶點吃，但會帶小食、在學校裏吃午 

          餐。 

林煒舜︰ 你們讀哪間小學呀？ 

李汶芊︰ 我讀音小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曾慧祈︰ 我讀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蔡子培、林煒舜︰謝謝你們接受訪問。 

 

 

採訪對象：畢業生陸凱晴、潘曉瞳、張英暘 

採訪：上午高班楊念華、馬煋揚 

攝影： 上午高班鄭以琳 

 

 

 

 

馬煋揚：多謝你們給我們採訪！ 

馬煋揚：你讀緊幾年級？ 

三位一齊回答：一年級 

楊念華：你們有冇掛住幼稚園的生活呀？ 

三位異口同聲喊：有呀！ 

楊念華：掛住咩呀？ 

張英暘：周校長！ 

潘曉瞳：全部老師！ 

陸凱晴：同埋同學！ 

馬煋揚：聖誕假期有冇約幼稚園同學出黎玩呀？ 

張英暘：有！一齊去行山。 

潘曉瞳：有！去左長洲玩。 

陸凱晴：有！一齊去海洋公園。 

楊念華：最鍾意小學咩呀？ 

張英暘：鍾意有小息，可以打波同踩單車。 

潘曉瞳：小息可以到電腦室玩電腦。 

陸凱晴：有小息，但一年級學生不可離開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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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煋揚：小學有甚麼係幼稚園冇得玩架？ 

張英暘：可以打波同踩單車。 

潘曉瞳：玩電腦。 

陸凱晴：小息可與同學仔玩同傾計。 

楊念華：有冇到學校小食部買野食？ 

張英暘：有呀，我鐘意買 pizza、橡皮糖同燒賣！ 

潘曉瞳：一年級冇得買野食架！ 

陸凱晴：我學校都係呀… 

馬煋揚：喜歡甚麼科目？ 

張英暘：資訊科技教育。 

潘曉瞳：音樂。 

陸凱晴：全部，仲有導修堂（即做功課時間）。 

楊念華：你們幾點睡覺架？ 

張英暘：約九點半。 

潘曉瞳：十點幾。 

陸凱晴：九點幾。 

楊念華：上堂有冇打瞌睡呢？ 

三位一齊回答：冇呀！ 

馬煋揚：做功課做到幾多點鐘？ 

張英暘：九點前做完。 

潘曉瞳：做到十點。 

陸凱晴：八點前做晒。 

楊念華：考試溫習辛苦嗎？ 

張英暘：不辛苦。 

潘曉瞳： (雙手抱頭，但仍笑容滿面)辛苦呀！溫到十二 

    點幾呀~ 

陸凱晴：我都係溫到十二點幾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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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幼兒班陳奕仁家長 

    

    今年的聖誕節前夕，我們在家中找回多年前購買回來的小聖誕樹，由於多年前買回來的原故，很多掛在樹上的吊飾

都不見了，奕仁一直嚷著要在樹頂上掛一粒大星星和其他吊飾，媽媽

也覺得是可以與他一起自製，於是便利用環保紙張與他一起製作，當

完成之際，他感到十分開心和滿足呢！ 

 

(一) 首先用環保紙畫上不同形狀的聖誕吊

飾，我加入了少少線條練習的元素，

讓奕仁可以嘗試握筆畫線。 

 

 

 
 
(二) 完成後請他親自掛上聖誕樹。 (三) 完成圖 

      
  

親子創作坊 

 

籌委的話 
 

【惜子園】是一份屬於各家長、老師和校園的刊物，也是各方交流的一個平台。呼

籲各家長踴躍投稿，好與大家一起分享見証、育兒心得、見聞軼事、閱讀好書等等…… 

 

投稿方法： 

1. 手寫之稿件放書包內，讓小朋友帶回校園。 

2. 或將稿件郵寄下列網址 pecoffice@biznetvigator.com 

園方收到閣下稿件後，會以電郵作確認。若投稿未能收到電郵確認，可向園方查詢。 

（投稿者能提供相片則更佳） 

 

【惜子園】小組成員 

顧問：周玉麗校長、莫嘉寶主任      

設計及排版：陳樂怡書記    

籌委成員：鄭梓萱家長、黃幸寧家長、余伊晴、信希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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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滿溢                                          余惠珠園牧  

   

  神是滿有恩典和樂意賜福的主，祂將沙田平安幼稚園與沙田

平安福音堂連結起來，關懷並賜福予校園的各家長及孩童。感恩

今年幼稚園已服事沙田社區及教育兒童三十年了，春風化雨三十

載，讓我們一同以喜樂盼望的心迎接未來神更大的祝福。 

 

  感恩教會繼續努力透過一連串有益身心的聚會，來祝福各家

長和孩童。當中包括逢週二下午兩點及週四早上十點的讚美操，

除了有全身舒展的運動外，神藉着讚美操成為滿有能力，祝福人

心的運動。這些恆常操練身體，透過參與者聽到詩歌，就是神的

話語薰陶激勵，同時聽到其他姊妹愛的見證，身心靈壯健起來，

讓各參加者都能親身感受到神榮美的作為，彼此感染，學習同心

數算主恩，笑容滿面，實踐出豐盛生命。 

 

  還有恆常各週日早上十時十五分開始的家長學堂。當中有全

新的家長管教課題，更切合各家長需要。感恩第一階段已圓滿完成；當天更有幼

稚級孩童精彩的獻唱三首詩歌、家長親手製作的雪人公仔、孩童回贈的螢光花，

製造孩童與各家長間互動，豐富了他們甜蜜的回憶，在愛中建立關係，成為親子

活動互祝福的窩心表現；而家長們繼續在家長學堂，彼此扶持互勉，生命影響生

命，活出榮神益人的美好家庭樂。 

 

  最後，誠邀大家未來預留平日或週日的上午，參加讚美操或家長學堂，齊來

學習、實踐及分享愛，讓各活動成為各家庭的美好的祝福！並附上家長學堂聖誕

親子活動及讚美操的大合照，讓我們一同分享及感恩教會家庭事工部的祝福！ 

 
  

家庭事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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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媽媽我愛你！  齊去參觀超市，有好多水果啊！ 

 我們都是有禮小寶貝！  G for grape! 

 哇！新鮮的水果真好吃。 

 家長和我們玩得真快樂！  做個健康小寶貝，加油！ 
 我們用彩虹傘來製作水果沙律。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qveX217XXAhXMy7wKHVJfD9kQjRwIBw&url=https://www.spoonflower.com/fabric/6247300-pastel-rainbow-watercolor-dots-pattern-by-raccoongirl?iref%3Dclk-xs-fab-collection&psig=AOvVaw10-KDMXtYmkHUYG9vaPeht&ust=151046101862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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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榨蔬菜汁。 

我們在播下粟米種子。  

 我們是可愛的小農夫。 

  We are sheep, baa baa baa! 

 我們正繪畫「我的家人」大筆畫。 

 我們一起參觀電器鋪！ 

 齊來切蔬菜。  蔬菜包真好吃！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qveX217XXAhXMy7wKHVJfD9kQjRwIBw&url=https://www.spoonflower.com/fabric/6247300-pastel-rainbow-watercolor-dots-pattern-by-raccoongirl?iref%3Dclk-xs-fab-collection&psig=AOvVaw10-KDMXtYmkHUYG9vaPeht&ust=1510461018623206
http://shaonv.laoxiezi.com/cache/1486094204_554614.png


 

 

 

 

  

 你看！這是我們製作的情緒小書。 

我們一起參觀益力多廠。  

We are the smartest giant.  
 我們一起探索哪種烹調馬鈴薯 

的方法是最健康。  很高興！我們能邀請親友們來學校。 

 我們一起進行貧富宴活動。 

 謝謝保安員為我們服務。 

 我們一起到 

偉華中心 

大堂裏傳 
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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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份 1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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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感恩小天使。 

 聖誕崇拜 –  
我們唱歌敬拜天父。  

 老師透過話劇教導我們如何惜食。  老師教導我們做運動，保持身體健康。 

 老師為我們講「感 
謝」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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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閱讀會今次由爸爸為小朋友講

故事。 

我們一齊參與  

為愛同步跑。   

Mammy、Daddy 同我們一起表演 

上午幼、低班大合照 

下午幼、低班大合照 

我們用全身來敬拜天父 

我們的表演精彩嗎？ 

我們來抱抱 Mammy，親親 Daddy 



園訊 

2017-2018 年度下學期 3 月至 6 月活動 

日期 活動內容 

28/3-6/4/2018 復活節假期 

21/4/2018 (六) 高班預備小一家長會 

24/4/2018 (二) 低班參觀港鐵 

27/4/2018 (五) 生日會 (主題：英文日，服飾：英文字母便服) 

21/4/2018 (六) 高班預備小一家長會 

 

1/5/2018 (二) 勞動節假期 

4/5/2018 (五) 合班崇拜 

18/5/2018 (五) 生日會 (主題：仁慈 I，服飾：便服) 

22/5/2018 (二) 公眾假期 

25/5/2018 (五) 畢業禮綵排日（幼兒班及低班不用上學） 

26/5/2018 (六) 畢業禮 

28/5/2018 (一) 畢業禮後假期全園放假一天 

 

1/6/2018 (五) 上午低班參觀科學館 (暫定) 

5/6/2018 (二) 下午低班參觀科學館 (暫定) 

4-8/6/2018 下學期親子閱讀獎勵計劃還書週 

15/6/2018 (五) 合班崇拜 

18/6/2018 (二) 端午節假期 

29/6/2018 (五) 生日會 (主題：仁慈 II，服飾：藍色便服) 

 

 
 

4、5 月份茶點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週 復活節假期 

第二週 三角朱古力蛋糕 穀麥脆片+水果 芝士包 薯仔粒+紫菜片 豆乳餅+甘筍 

第三週 果醬車輪包 牛奶方包 烚蕃薯 芝士片+餅 新鮮粟米 

第四週 紙杯蛋糕 手指餅+水果 芝士麥包三文治 烚蛋 生日會 

第五週 咸餐包 / / / /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週 / 勞動節假期 三角朱古力蛋糕 提子方包 烚蕃薯 

第二週 豆乳餅+栗子粒 牛油蛋糕仔 小饅頭+紫菜片 香蕉+餅 穀麥脆片+乾果 

第三週 清蛋糕 芝士麥包三文治 烚蛋 排包 生日會 

第四週 果醬車輪包 公眾假期 咸餐包 手指餅+水果 高班畢業禮綵排 

第五週 畢業禮後假期 紙杯蛋糕 芝士包 西蘭花+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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